
刊物及視聽資源訂購表格
本港適用 2023年04月

編號 名稱 售價 本地郵費

P100 青少年與性研究報告2021 (英文版) $200 $30

P99 性別教育繪本：啊──原來是我誤會了?! $88 $28

P98 最初的旅程：圖解小寶貝的誕生 $68 $14

P97 德德家家幼兒性教育圖書系列 $80 $14

P96 快樂成長性教育圖書：青春告白 $75 $14

P95 2017年香港家庭計劃知識、態度及實行調查 (英文版) $110 $14

P94 快樂成長性教育圖書：網想世界 $75 $14

P93 2016年青少年與性研究報告 (英文版) $200 $28

P92 親子性教育必讀：解開高小初中子女的性疑惑 $78 $14

P91 論盡性好奇II：139個青少年更想知道的性常識 $68 $14

P90 快樂成長性教育圖書：不能不說的秘密 $75 $14

P89 性生活情趣小百科 $65 $14

P88 快樂成長性教育圖書：喜歡的感覺 $68 $14

P87 論盡性好奇：131個青少年最想知道的性常識 $68 $14

P86 2012年香港家庭計劃知識、態度及實行調查 (英文版) $110 $28

P85 快樂成長性教育圖書：下面怎麼了？ $58 $14

P84 快樂成長性教育圖書：為何欺負我？ $58 $14

P83 2011年青少年與性研究報告 (英文版) $200 $28

P82 戀愛，中伏了！40個青少年的意亂情「謎」 $58 $14

P81 繾綣婚床：性啟導札記 $68 $14

P80 孩子100個 Sex Q & A加強版 $40 $8

P79 德德家家兒童性教育圖書系列：怪獸村之旅 $100 $28

P78 性教育幼兒樂：親子性教育活動冊 $38 $8

P73 性教育．貼得樂：親子性教育貼紙書 $40 $8

P69 青春事件簿之「藍」「呂」部落 $40 $8

P61 講愛情 SAY Love $38 $8

P59 性教育兒童樂園：5至8歲兒童遊戲書 $42 $8

P55 青春事件簿 $38 $8

書籍及刊物

附之書刊為中英文版本。P83、P86、P93及P95只設英文版本，其餘書籍均為繁體中文版本。



刊物及視聽資源訂購表格

編號 名稱 售價 本地郵費

K0127C 性教育智趣卡 $68 $14

K0120M 保護自己拼得樂：親子學習性教育圖卡 $68 $14

M0016M 性教育教材布公仔德德、家家 迷你版 $280 $70

M0002M
性教育教材布公仔德德、家家
包括德德家家新裝、泳裝及附女性衛生用品的女性內褲

$600 $70

K0008C 智障人士性教育教材套 $280 $28

K0011C 兒童性教育教材套：性侵犯 $120 $28

K0003C 青少年性教育教材套：青春期 $250 $28

K0010C 青少年性教育教材套：性騷擾 $130 $28

K0025M 避孕方法教材套 $600 $28

教材套

附之製包括繁體中文及英文之解說資料。

編號 名稱 售價 本地郵費

D0097M 避孕方法 $50 $10

D0076C 我的同性同學 $50 $10

D0052C 情色友惑 $50 $10

D0051C 忽然性騷擾 $50 $10

D0049C 青春新感覺（交叉點版） $70 $10

D0073C 青少年成長系列之青春期 $50 $10

D0074C 青少年成長系列之與人相處 $50 $10

D0075C 青少年成長系列之受孕與避孕 $50 $10

D0096C 青少年成長系列全套（三輯） $120 $10

D0048C 青春新感覺（劇場版） $50 $10

DVD

所有DVD為粵語；附之製作附繁體中文及英文字幕。

欲了解以上刊物及資源之詳情，請參閱家計會性教育專頁：www.famplan.org.hk/sexedu/zh

訂購前亦歡迎於本會活動及資源館作預覽試用。

本港適用 2023年04月

http://www.famplan.org.hk/sexedu/zh


訂購須知（本港適用）

1. 凡訂購刊物，可選擇郵購、網上訂購或親臨本會活動及資源館購買。

2. 網上訂購：可於網上直接訂購，無須下載購表格，並選擇郵寄或自行取貨。待本會確定訂單及付

款後，將以電話或電郵方法通知取貨或送貨安排。

3. 郵購：請填妥下列訂購表格，連同劃線支票 (抬頭：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) 寄回本會活動及資源館

地址：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0號修頓中心八樓

查詢電話：2919 7793   傳真：2919 7795

4. 凡訂購教材套及光碟，因製作需時，請先預訂，當製作完成後，會聯絡訂購者跟進。

5. 如需額外表格，可自行影印。

6. 寄出資源：本會確認收妥款項後，將一併寄出收據及資源。

7. 各項資源價格如有更改，恕不另行通知。貨物出門，恕不退換。

8. 訂購詳情，請參閱 https://www.famplan.org.hk/sexedu/zh/order-detail

9. 家計會保留最終決定權。

10. 如有任何疑問，歡迎電郵至：arc@famplan.org.hk向活動及資源館職員查詢。

https://www.famplan.org.hk/sexedu/zh/order-detail


刊物及視聽資源訂購表格
香港以外地區適用 2023年04月

編號 名稱 售價（港元） 重量（克）

P100 青少年與性研究報告2021 (英文版) $200 860g

P99 性別教育繪本：啊──原來是我誤會了?! $88 518g

P98 最初的旅程：圖解小寶貝的誕生 $68 272g

P97 德德家家幼兒性教育圖書系列 $80 360g

P96 快樂成長性教育圖書：青春告白 $75 439g

P95 2017年香港家庭計劃知識、態度及實行調查 (英文版) $110 410g

P94 快樂成長性教育圖書：網想世界 $75 410g

P93 2016年青少年與性研究報告 (英文版) $200 840g

P92 親子性教育必讀：解開高小初中子女的性疑惑 $78 280g

P91 論盡性好奇II：139個青少年更想知道的性常識 $68 341g

P90 快樂成長性教育圖書：不能不說的秘密 $75 450g

P89 性生活情趣小百科 $65 245g

P88 快樂成長性教育圖書：喜歡的感覺 $68 370g

P87 論盡性好奇：131個青少年最想知道的性常識 $68 330g

P86 2012年香港家庭計劃知識、態度及實行調查 (英文版) $110 515g

P85 快樂成長性教育圖書：下面怎麼了？ $58 280g

P84 快樂成長性教育圖書：為何欺負我？ $58 280g

P83 2011年青少年與性研究報告 (英文版) $200 724g

P82 戀愛，中伏了！40個青少年的意亂情「謎」 $58 250g

P81 繾綣婚床：性啟導札記 $68 315g

P80 孩子100個 Sex Q & A 加強版 $40 124g

P79 德德家家兒童性教育圖書系列：怪獸村之旅 $100 700g

P78 性教育幼兒樂：親子性教育活動冊 $38 112g

P73 性教育．貼得樂：親子性教育貼紙書 $40 120g

P69 青春事件簿之「藍」「呂」部落 $40 175g

P61 講愛情 SAY Love $38 210g

P59 性教育兒童樂園：5至8歲兒童遊戲書 $42 207g

P55 青春事件簿 $38 191g

書籍及刊物

附之書刊為中英文版本。P83、P86、P93及P95只設英文版本，其餘書籍均為繁體中文版本。



刊物及視聽資源訂購表格

編號 名稱 售價（港元） 重量（克）

K0127C 性教育智趣卡 $68 350g

K0120M 保護自己拼得樂：親子學習性教育圖卡  $68 360g

M0016M 性教育教材布公仔德德、家家 迷你版 $280 600g

M0002M
性教育教材布公仔德德、家家
包括德德家家新裝、泳裝及附女性衛生用品的女性內褲

$600 1600g

K0008C 智障人士性教育教材套 $280 820g

K0011C 兒童性教育教材套：性侵犯 $120 530g

K0003C 青少年性教育教材套：青春期 $250 720g

K0010C 青少年性教育教材套：性騷擾 $130 460g

K0025M 避孕方法教材套 $600 440g

教材套

附之製包括繁體中文及英文之解說資料。

編號 名稱 售價（港元） 重量（克）

D0097M 避孕方法 $50 60g

D0076C 我的同性同學 $50 60g

D0052C 情色友惑 $50 60g

D0051C 忽然性騷擾 $50 60g

D0049C 青春新感覺（交叉點版） $70 60g

D0073C 青少年成長系列之青春期 $50 60g

D0074C 青少年成長系列之與人相處 $50 60g

D0075C 青少年成長系列之受孕與避孕 $50 60g

D0096C 青少年成長系列全套（三輯） $120 60g

D0048C 青春新感覺（劇場版） $50 60g

DVD

所有DVD為粵語；附之製作附繁體中文及英文字幕。

欲了解以上刊物及資源之詳情，請參閱家計會性教育專頁：www.famplan.org.hk/sexedu/zh

訂購前亦歡迎於本會活動及資源館作預覽試用。

香港以外地區適用 2023年04月

http://www.famplan.org.hk/sexedu/zh


海外地區訂購方法（香港以外）

1. 索取報價：

 請填妥訂購表格，以電郵方式（arc@famplan.org.hk）將表格交回本會。本會將以電郵回覆

訂購之總金額。

 訂購總金額包括資源售價、郵費及行政費，以港幣結算，並指定一個收件地址。行政費會因付

款方式而有所不同：

電匯 PayPal

訂購總金額 = 資源售價 + 郵費 +

行政費港幣100元正

訂購總金額=（資源售價 + 郵費）x 1.1

(行政費為整資源售價及郵費附加10%)

 郵費：按香港郵政空郵或平郵包裹之收費準則計算，詳情請參考香港郵政網頁：

http://www.hongkongpost.hk/

 前頁所列出的資源重量，並未計算包裝物料的重量。包裹的最終郵資，將以本會回覆作實。

2. 付款方法：

 本會只接受PayPal或電匯。

 本會在回覆訂單時，將提供PayPal或電匯的詳細資料。

 顧客需自行負責所有國內外銀行/匯款機構所收取的匯款費用，不得在款項中扣除任何費用。

3. 寄出資源：

本會確認收妥款項後，將一併寄出收據及資源。

4. 各項資源價格如有更改，恕不另行通知。貨物出門，恕不退換。如有任何疑問，歡迎電郵至

arc@famplan.org.hk向活動及資源館職員查詢。

mailto:arc@famplan.org.hk
http://www.hongkongpost.hk/

